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599788.7

(22)申请日 2018.12.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178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07

(73)专利权人 付绍梅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南

路438号大院黄埔花园e1栋

(72)发明人 王文国　付绍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权智天下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638

代理人 王新爱

(51)Int.Cl.

A47L 11/38(2006.01)

A47L 11/40(2006.01)

A47L 11/2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056712 A,2018.05.22

CN 108143360 A,2018.06.12

CN 108670130 A,2018.10.19

CN 108968845 A,2018.12.11

CN 205604142 U,2016.09.28

EP 0804897 A2,1997.11.05

JP H05253163 A,1993.10.05

KR 20100006151 A,2010.01.18

审查员 白婧敏

 

(54)发明名称

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洁装置，更具体的说是一

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不仅方

便清洁高处的墙面以及床底等狭小空间，而且还

可以擦地，操作简单。所述下挡板设置在筒底端；

所述挡片设置在筒的侧面；所述连接圆环设置在

挡片、下挡板之间；所述竖板的下端活动连接在

底板的上端；所述液压缸通过阻尼铰链连接在底

板上；所述伸缩杆、支撑架Ⅰ、限位块的下端均固

定连接在底板上；所述杆Ⅳ的右端通过铰链活动

连接在底板上；所述收集槽设置在底板的下端，

并且滑条与底板间隙配合；所述杆Ⅱ与滑槽Ⅰ间

隙配合；所述存水桶设置在底板的上端；所述电

机Ⅰ、电机支架、锥齿轮Ⅱ、锥齿轮Ⅲ、锥齿轮Ⅰ均

设置在凹槽内；所述转动装置位于底板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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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包括推车(1)、擦地装置(2)、收集装置

(3)、灰尘清洁装置(4)，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车(1)由底板(1-1)、轮(1-2)、滑槽Ⅰ(1-3)、凹槽

(1-4)、推手(1-5)构成；所述底板(1-1)上设有滑槽Ⅰ(1-3)；所述凹槽(1-4)设置在底板(1-

1)上；所述轮(1-2)设置在底板(1-1)的下端；所述推手(1-5)固定连接在底板(1-1)的右端；

所述擦地装置(2)由存水装置(2-1)、转动装置(2-2)构成；所述存水装置(2-1)设置在

转动装置(2-2)的上端；

所述存水装置(2-1)由清洁剂槽(2-1-1)、进水口Ⅰ(2-1-2)、转盘(2-1-3)、进水口Ⅱ(2-

1-4)、盖(2-1-5)、存水桶(2-1-6)、阀门(2-1-7)、主管(2-1-8)、支管(2-1-9)、锥齿轮Ⅰ(2-1-

10)、轴(2-1-11)、搅拌杆(2-1-12)、控制装置(2-1-13)、通孔Ⅰ(2-1-14)、挡板(2-1-15)构

成；所述存水桶(2-1-6)的顶端镂空；所述盖(2-1-5)通过螺纹连接在存水桶(2-1-6)的上

端；所述进水口Ⅱ(2-1-4)设置在盖(2-1-5)上；所述转盘(2-1-3)设置在盖(2-1-5)的上端，

并且转盘(2-1-3)与盖(2-1-5)间隙配合；所述进水口Ⅰ(2-1-2)设置在转盘(2-1-3)上，并且

进水口Ⅰ(2-1-2)与进水口Ⅱ(2-1-4)相互连通；所述通孔Ⅰ(2-1-14)设置在存水桶(2-1-6)

的左端；所述清洁剂槽(2-1-1)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存水桶(2-1-6)的左端，并且清洁剂槽

(2-1-1)与通孔Ⅰ(2-1-14)相互连通；所述控制装置(2-1-13)与通孔Ⅰ(2-1-14)间隙配合；所

述挡板(2-1-15)设置在存水桶(2-1-6)的内部；所述支管(2-1-9)设有两个，两个支管(2-1-

9)的下端均连接在主管(2-1-8)上，两个支管(2-1-9)的上端与存水桶(2-1-6)连通，并且两

个支管(2-1-9)分别位于挡板(2-1-15)的两侧；所述阀门(2-1-7)设置在支管(2-1-9)上；所

述锥齿轮Ⅰ(2-1-10)设置在存水桶(2-1-6)的下端；所述轴(2-1-11)通过键连接在锥齿轮Ⅰ

(2-1-10)的中心，并且轴(2-1-11)的上端穿过存水桶(2-1-6  )设置在存水桶(2-1-6)的内

部；所述搅拌杆(2-1-12)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轴(2-1-11)上，并且搅拌杆(2-1-12)位于挡

板(2-1-15)的左端；

所述控制装置(2-1-13)由滑动挡板(2-1-13-1)、通孔Ⅱ(2-1-13-2)、水桶(2-1-13-3)、

浮块(2-1-13-4)、通孔Ⅲ(2-1-13-5)、连接板(2-1-13-6)构成；所述连接板(2-1-13-6)的左

端通过粘合固定连有滑动挡板(2-1-13-1)，连接板(2-1-13-6)的右端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

水桶(2-1-13-3)的左上端；所述通孔Ⅱ(2-1-13-2)设置在连接板(2-1-13-6)上；所述水桶

(2-1-13-3)的右端设有通孔Ⅲ(2-1-13-5)；所述浮块(2-1-13-4)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水桶

(2-1-13-3)的下端；连接板(2-1-13-6)与通孔Ⅰ(2-1-14)间隙配合；

所述转动装置(2-2)由电机Ⅰ(2-2-1)、电机支架(2-2-2)、锥齿轮Ⅱ(2-2-3)、锥齿轮Ⅲ

(2-2-4)、转筒(2-2-5)、环形槽(2-2-6)、槽Ⅰ(2-2-7)、入水口(2-2-8)、槽Ⅱ(2-2-9)、刷毛

(2-2-10)、出水口(2-2-11)、转动筒(2-2-12)、圆孔(2-2-13)构成；所述电机Ⅰ(2-2-1)通过

螺栓连接在电机支架(2-2-2)上；所述锥齿轮Ⅱ(2-2-3)连接在电机Ⅰ(2-2-1)上；所述锥齿

轮Ⅲ(2-2-4  )与锥齿轮Ⅱ(2-2-3  )啮合；所述转筒(2-2-5)固定连接在锥齿轮Ⅲ(2-2-4)的

下端；所述转动筒(2-2-12)顶端设有圆孔(2-2-13)；所述转筒(2-2-5)通过键连接在圆孔

(2-2-13)内；所述环形槽(2-2-6)设置在转动筒(2-2-12)的上端；所述槽Ⅰ(2-2-7)、槽Ⅱ(2-

2-9)均设置在转动筒(2-2-12)的内部，并且槽Ⅰ(2-2-7)、槽Ⅱ(2-2-9)之间设有隔板；所述

入水口(2-2-8)设置在槽Ⅰ(2-2-7)、槽Ⅱ(2-2-9)之间的隔板上；所述出水口(2-2-11)设置

在转动筒(2-2-12)的底端；所述刷毛(2-2-10)设置在转动筒(2-2-12)的下端；所述主管(2-

1-8)与环形槽(2-2-6)间隙配合；所述锥齿轮Ⅱ(2-2-3)与锥齿轮Ⅰ(2-1-10)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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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收集装置(3)由支撑板(3-1)、滑槽Ⅱ(3-2)、齿轮Ⅰ(3-3)、齿轮Ⅱ(3-4)、电机Ⅱ(3-

5)、杆Ⅰ(3-6)、圆杆(3-7)、杆Ⅱ(3-8)、刷子(3-9)、收集槽(3-10)、伸缩杆(3-11)、支撑装置

(3-12)、滑槽Ⅲ(3-13)、横板(3-14)构成；所述横板(3-14)的上端通过焊接固定连有支撑板

(3-1)；所述滑槽Ⅱ(3-2)设置在支撑板(3-1)上；所述电机Ⅱ(3-5)通过支架固定连接在横

板(3-14)上端；所述齿轮Ⅱ(3-4)设置在电机Ⅱ(3-5)上；所述齿轮Ⅰ(3-3)通过轴连接在支

撑板(3-1)上，并且齿轮Ⅰ(3-3)与齿轮Ⅱ(3-4)啮合；所述杆Ⅰ(3-6)的一端活动连接在齿轮Ⅰ

(3-3)上，杆Ⅰ(3-6)的另一端套在圆杆(3-7)上；所述圆杆(3-7)与滑槽Ⅱ(3-2)间隙配合；所

述杆Ⅱ(3-8)的一端套在圆杆(3-7)上，杆Ⅱ(3-8)的下端设有刷子(3-9)；所述滑槽Ⅲ(3-

13)设置在横板(3-14)的下端；所述伸缩杆(3-11)的上端连接在横板(3-14)的下端；所述支

撑装置(3-12)设置在横板(3-14)的下方，并且支撑装置(3-12)与滑槽Ⅲ(3-13)配合；所述

收集槽(3-10)与杆Ⅱ(3-8)配合；

所述收集槽(3-10)由收集槽主体(3-10-1)、滑条(3-10-2)、滑道Ⅰ(3-10-3)、斜块(3-

10-4)构成；所述收集槽主体(3-10-1)的上端设有滑条(3-10-2)；所述滑道Ⅰ(3-10-3)设置

在收集槽主体(3-10-1)的上端，并且滑道Ⅰ(3-10-3)与杆Ⅱ(3-8)间隙配合；所述斜块(3-

10-4)通过螺栓连接在收集槽主体(3-10-1)的内部；

所述支撑装置(3-12)由电机Ⅲ(3-12-1)、支撑架Ⅰ(3-12-2)、螺杆Ⅰ(3-12-3)、螺纹筒Ⅰ

(3-12-4)、限位块(3-12-5)、滑道Ⅱ(3-12-6)、杆Ⅲ(3-12-7)、杆Ⅳ(3-12-8)、滑块(3-12-9)

构成；所述电机Ⅲ(3-12-1)设置在支撑架Ⅰ(3-12-2)上；所述螺杆Ⅰ(3-12-3)的一端设置在

电机Ⅲ(3-12-1)上，螺杆Ⅰ(3-12-3)的另一端与螺纹筒Ⅰ(3-12-4)配合；所述螺纹筒Ⅰ(3-12-

4)的下端设有滑道Ⅱ(3-12-6)；所述限位块(3-12-5)与滑道Ⅱ(3-12-6)间隙配合；所述杆

Ⅲ(3-12-7)的一端铰接在螺纹筒 Ⅰ(3-12-4)的上端，杆Ⅲ  (3-12-7)的另一端与杆Ⅳ(3-

12-8)、滑块(3-12-9)铰接；所述滑块(3-12-9)与滑槽Ⅲ(3-13)间隙配合；

所述灰尘清洁装置(4)由固定板(4-1)、电机Ⅳ(4-2)、支撑架Ⅱ(4-3)、连杆(4-4)、转动

座(4-5)、螺纹筒Ⅱ(4-6)、螺杆Ⅱ(4-7)、清洁刷毛(4-8)、延伸杆(4-9)、橡胶套(4-10)、活动

装置(4-11)、连接圆环(4-12)、电机外壳(4-13)、电机Ⅴ(4-14)、连接座(4-15)、中心轴(4-

16)、液压缸(4-17)、阻尼铰链(4-18)、竖板(4-19)、轴杆(4-20)构成；所述固定板(4-1)固定

连接在竖板(4-19)的右端；所述支撑架Ⅱ(4-3)固定连接在固定板(4-1) 的上端，并且支撑

架Ⅱ(4-3)上设有电机Ⅳ(4-2)；所述轴杆(4-20)的一端连接在电机Ⅳ(4-2)上，轴杆(4-20)

的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竖板(4-19)的右端；所述连杆(4-4)的下端通过键连有轴杆(4-

20)，连杆(4-4)的上端通过铰链连有转动座(4-5)；所述螺纹筒Ⅱ(4-6)活动连接在转动座

(4-5)上，螺纹筒Ⅱ(4-6)与螺杆Ⅱ(4-7)配合；所述螺杆Ⅱ(4-7)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活动连

有连接圆环(4-12)；所述连接圆环(4-12)套在活动装置(4-11)上；所述延伸杆(4-9)与活动

装置(4-11)配合；所述橡胶套(4-10)套在活动装置(4-11)的外端；所述清洁刷毛(4-8)固定

连接在橡胶套(4-10)的外端；所述连接座(4-15)的上端固定连有电机外壳(4-13)；所述电

机外壳(4-13)的内部设有电机Ⅴ(4-14)；所述电机Ⅴ(4-14)的轴上连有活动装置(4-11)；

所述中心轴(4-16)的一端通过铰链活动连接在竖板(4-19)的左端，中心轴(4-16)的另一端

通过铰链活动连接在连接座(4-15)的侧面；所述液压缸(4-17)的一端铰接在竖板(4-19)的

左端，液压缸(4-17)的下端设有阻尼铰链(4-18)；

所述活动装置(4-11)由筒(4-11-1)、圆槽(4-11-2)、槽Ⅲ(4-11-3)、固定轴(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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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片(4-11-5)、下挡板(4-11-6)构成；所述筒(4-11-1)的上端设有圆槽(4-11-2)；所述圆槽

(4-11-2)内设有固定轴(4-11-4)；所述槽Ⅲ(4-11-3)设置在圆槽(4-11-2)的侧面；所述延

伸杆(4-9)连接在固定轴(4-11-4)上，并且延伸杆(4-9)与圆槽(4-11-2)、槽Ⅲ(4-11-3)间

隙配合；所述下挡板(4-11-6)设置在筒(4-11-1)底端；所述挡片(4-11-5)设置在筒(4-11-

1)的侧面；所述连接圆环(4-12)设置在挡片(4-11-5)、下挡板(4-11-6)之间；

所述竖板(4-19)的下端活动连接在底板(1-1)的上端；所述液压缸(4-17)通过阻尼铰

链(4-18)连接在底板(1-1)上；所述伸缩杆(3-11)、支撑架Ⅰ(3-12-2)、限位块(3-12-5)的下

端均固定连接在底板(1-1)上；所述杆Ⅳ(3-12-8)的右端通过铰链活动连接在底板(1-1)

上；所述收集槽(3-10)设置在底板(1-1)的下端，并且滑条(3-10-2)与底板(1-1)间隙配合；

所述杆Ⅱ(3-8)与滑槽Ⅰ(1-3)间隙配合；所述存水桶(2-1-6)设置在底板(1-1) 的上端；所

述电机Ⅰ(2-2-1)、电机支架(2-2-2)、锥齿轮Ⅱ(2-2-3)、锥齿轮Ⅲ(2-2-4)、锥齿轮Ⅰ(2-1-

10)均设置在凹槽(1-4)内；所述转动装置(2-2)位于底板(1-1)的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板(1-1)的由左至右依次设置灰尘清洁装置(4)、收集装置(3)、擦地装置(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滑动挡板(2-1-13-1)的长度大于通孔Ⅰ(2-1-14)的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桶(2-1-13-3)的高度大于通孔Ⅰ(2-1-14)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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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洁装置，更具体的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家庭清洁工具中，很少由电动的墙面清洁装置以及方便清洁床底等死角处的清

洁装置，导致清洁墙面的高处以及床底时非常费时费力，所以设计了这种日常生活用是室

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有益效益是不仅方便清洁

高处的墙面以及床底等狭小空间，而且还可以擦地，操作简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洁装置，更具体的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用

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包括推车、擦地装置、收集装置、灰尘清洁装置，不仅方便清洁高

处的墙面以及床底等狭小空间，而且还可以擦地，操作简单。

[0005] 所述推车由底板、轮、滑槽Ⅰ、凹槽、推手构成；所述底板上设有滑槽Ⅰ；所述凹槽设

置在底板上；所述轮设置在底板的下端；所述推手固定连接在底板的右端；

[0006] 所述擦地装置由存水装置、转动装置构成；所述存水装置设置在转动装置的上端；

[0007] 所述存水装置由清洁剂槽、进水口Ⅰ、转盘、进水口Ⅱ、盖、存水桶、阀门、主管、支

管、锥齿轮Ⅰ、轴、搅拌杆、控制装置、通孔Ⅰ、挡板构成；所述存水桶的顶端镂空；所述盖通过

螺纹连接在存水桶的上端；所述进水口Ⅱ设置在盖上；所述转盘设置在盖的上端，并且转盘

与盖间隙配合；所述进水口Ⅰ设置在转盘上，并且进水口Ⅰ与进水口Ⅱ相互连通；所述通孔Ⅰ

设置在存水桶的左端；所述清洁剂槽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存水桶的左端，并且清洁剂槽与

通孔Ⅰ相互连通；所述控制装置与通孔Ⅰ间隙配合；所述挡板设置在存水桶的内部；所述支管

设有两个，两个支管的下端均连接在主管上，两个支管的上端与存水桶连通，并且两个支管

分别位于挡板的两侧；所述阀门设置在支管上；所述锥齿轮Ⅰ设置在存水桶的下端；所述轴

通过键连接在锥齿轮Ⅰ的中心，并且轴的上端穿过存水桶设置在存水桶的内部；所述搅拌杆

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轴上，并且搅拌杆位于挡板的左端；

[0008] 所述控制装置由滑动挡板、通孔Ⅱ、水桶、浮块、通孔Ⅲ、连接板构成；所述连接板

的左端通过粘合固定连有滑动挡板，连接板的右端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水桶的左上端；所

述通孔Ⅱ设置在连接板上；所述水桶的右端设有通孔Ⅲ；所述浮块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水

桶的下端；连接板与通孔Ⅰ间隙配合；

[0009] 所述转动装置由电机Ⅰ、电机支架、锥齿轮Ⅱ、锥齿轮Ⅲ、转筒、环形槽、槽Ⅰ、入水

口、槽Ⅱ、刷毛、出水口、转动筒、圆孔构成；所述电机Ⅰ通过螺栓连接在电机支架上；所述锥

齿轮Ⅱ连接在电机Ⅰ上；所述锥齿轮Ⅲ与锥齿轮Ⅱ啮合；所述转筒固定连接在锥齿轮Ⅲ的下

端；所述转动筒顶端设有圆孔；所述转筒通过键连接在圆孔内；所述环形槽设置在转动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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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所述槽Ⅰ、槽Ⅱ均设置在转动筒的内部，并且槽Ⅰ、槽Ⅱ之间设有隔板；所述入水口设置

在槽Ⅰ、槽Ⅱ之间的隔板上；所述出水口设置在转动筒的底端；所述刷毛设置在转动筒的下

端；所述主管与环形槽间隙配合；所述锥齿轮Ⅱ与锥齿轮Ⅰ啮合；

[0010] 所述收集装置由支撑板、滑槽Ⅱ、齿轮Ⅰ、齿轮Ⅱ、电机Ⅱ、杆Ⅰ、圆杆、杆Ⅱ、刷子、收

集槽、伸缩杆、支撑装置、滑槽Ⅲ、横板构成；所述横板的上端通过焊接固定连有支撑板；所

述滑槽Ⅱ设置在支撑板上；所述电机Ⅱ通过支架固定连接在横板上端；所述齿轮Ⅱ设置在

电机Ⅱ上；所述齿轮Ⅰ通过轴连接在支撑板上，并且齿轮Ⅰ与齿轮Ⅱ啮合；所述杆Ⅰ的一端活

动连接在齿轮Ⅰ上，杆Ⅰ的另一端套在圆杆上；所述圆杆与滑槽Ⅱ间隙配合；所述杆Ⅱ的一端

套在圆杆上，杆Ⅱ的下端设有刷子；所述滑槽Ⅲ设置在横板的下端；所述伸缩杆的上端连接

在横板的下端；所述支撑装置设置在横板的下方，并且支撑装置与滑槽Ⅲ配合；所述收集槽

与杆Ⅱ配合；

[0011] 所述收集槽由收集槽主体、滑条、滑道Ⅰ、斜块构成；所述收集槽主体的上端设有滑

条；所述滑道Ⅰ设置在收集槽主体的上端，并且滑道Ⅰ与杆Ⅱ间隙配合；所述斜块通过螺栓连

接在收集槽主体的内部；

[0012] 所述支撑装置由电机Ⅲ、支撑架Ⅰ、螺杆Ⅰ、螺纹筒Ⅰ、限位块、滑道Ⅱ、杆Ⅲ、杆Ⅳ、滑

块构成；所述电机Ⅲ设置在支撑架Ⅰ上；所述螺杆Ⅰ的一端设置在电机Ⅲ上，螺杆Ⅰ的另一端

与螺纹筒Ⅰ配合；所述螺纹筒Ⅰ的下端设有滑道Ⅱ；所述限位块与滑道Ⅱ间隙配合；所述杆Ⅲ

的一端铰接在路沃恩通Ⅰ的上端，杆的另一端与杆Ⅳ、滑块铰接；所述滑块与滑槽Ⅲ间隙配

合；

[0013] 所述灰尘清洁装置由固定板、电机Ⅳ、支撑架Ⅱ、连杆、转动座、螺纹筒Ⅱ、螺杆Ⅱ、

清洁刷毛、延伸杆、橡胶套、活动装置、连接圆环、电机外壳、电机Ⅴ、连接座、中心轴、液压

缸、阻尼铰链、竖板、轴杆构成；所述固定板固定连接在竖板的右端；所述支撑架Ⅱ固定连接

在固定板的上端，并且支撑架Ⅱ上设有电机Ⅳ；所述轴杆的一端连接在电机Ⅳ上，轴杆的另

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竖板的右端；所述连杆的下端通过键连有轴杆，连杆的上端通过铰链

连有转动座；所述螺纹筒Ⅱ活动连接在转动座上，螺纹筒Ⅱ与螺杆Ⅱ配合；所述螺杆Ⅱ的另

一端通过铰链活动连有连接圆环；所述连接圆环套在活动装置上；所述延伸杆与活动装置

配合；所述橡胶套套在活动装置的外端；所述清洁刷毛固定连接在橡胶套的外端；所述连接

座的上端固定连有电机外壳；所述电机外壳的内部设有电机Ⅴ；所述电机Ⅴ的轴上连有活

动装置；所述中心轴的一端通过铰链活动连接在竖板的左端，中心轴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活

动连接在连接座的侧面；所述液压缸的一端铰接在竖板的左端，液压缸的下端设有阻尼铰

链；

[0014] 所述活动装置由筒、圆槽、槽Ⅲ、固定轴、挡片、下挡板构成；所述筒的上端设有圆

槽；所述圆槽内设有固定轴；所述槽Ⅲ设置在圆槽的侧面；所述延伸杆连接在固定轴上，并

且延伸杆与圆槽、槽Ⅲ间隙配合；所述下挡板设置在筒底端；所述挡片设置在筒的侧面；所

述连接圆环设置在挡片、下挡板之间；

[0015] 所述竖板的下端活动连接在底板的上端；所述液压缸通过阻尼铰链连接在底板

上；所述伸缩杆、支撑架Ⅰ、限位块的下端均固定连接在底板上；所述杆Ⅳ的右端通过铰链活

动连接在底板上；所述收集槽设置在底板的下端，并且滑条与底板间隙配合；所述杆Ⅱ与滑

槽Ⅰ间隙配合；所述存水桶设置在底板的上端；所述电机Ⅰ、电机支架、锥齿轮Ⅱ、锥齿轮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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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齿轮Ⅰ均设置在凹槽内；所述转动装置位于底板的下端。

[001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

所述底板的由左至右依次设置灰尘清洁装置、收集装置、擦地装置。

[001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

所述滑动挡板的长度大于通孔Ⅰ的高度。

[001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

所述水桶的高度大于通孔Ⅰ的高度。

[0019] 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有益效果为：

[0020] 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不仅方便清洁高处的墙面以及

床底等狭小空间，而且还可以擦地，操作简单。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法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推车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推车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擦地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存水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转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转动筒俯视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9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收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0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收集槽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1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支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2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灰尘清洁装置结构示

意图。

[0034] 图13为本发明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的活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推车1；底板1-1；轮1-2；滑槽Ⅰ1-3；凹槽1-4；推手1-5；擦地装置2；存水装置

2-1；清洁剂槽2-1-1；进水口Ⅰ2-1-2；转盘2-1-3；进水口Ⅱ2-1-4；盖2-1-5；存水桶2-1-6；阀

门2-1-7；主管2-1-8；支管2-1-9；锥齿轮Ⅰ2-1-10；轴2-1-11；搅拌杆2-1-12；控制装置2-1-

13；滑动挡板2-1-13-1；通孔Ⅱ2-1-13-2；水桶2-1-13-3；浮块2-1-13-4；通孔Ⅲ2-1-13-5；

连接板  2-1-13-6；通孔Ⅰ2-1-14；挡板2-1-15；转动装置2-2；电机Ⅰ2-2-1；电机支架2-2-2；

锥齿轮Ⅱ2-2-3；锥齿轮Ⅲ2-2-4；转筒2-2-5；环形槽2-2-6；槽Ⅰ  2-2-7；入水口2-2-8；槽Ⅱ

2-2-9；刷毛2-2-10；出水口2-2-11；转动筒2-2-12；圆孔2-2-13；收集装置3；支撑板3-1；滑

槽Ⅱ3-2；齿轮Ⅰ3-3；齿轮Ⅱ3-4；电机Ⅱ3-5；杆Ⅰ3-6；圆杆3-7；杆Ⅱ3-8；刷子3-9；收集槽3-

10；收集槽主体3-10-1；滑条3-10-2；滑道Ⅰ3-10-3；斜块3-10-4；伸缩杆3-11；支撑装置3-

12；电机Ⅲ3-12-1；支撑架Ⅰ3-12-2；螺杆Ⅰ3-12-3；螺纹筒Ⅰ3-12-4；限位块3-12-5；滑道Ⅱ3-

12-6；杆Ⅲ3-12-7；杆Ⅳ3-12-8；滑块3-12-9；滑槽Ⅲ3-13；横板3-14；灰尘清洁装置4；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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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1；电机Ⅳ4-2；支撑架Ⅱ4-3；连杆4-4；转动座4-5；螺纹筒Ⅱ4-6；螺杆Ⅱ4-7；清洁刷毛

4-8；延伸杆4-9；橡胶套4-10；活动装置4-11；筒4-11-1；圆槽4-11-2；槽Ⅲ4-11-3；固定轴 

4-11-4；挡片4-11-5；下挡板4-11-6；连接圆环4-12；电机外壳4-13；电机Ⅴ4-14；连接座4-

15；中心轴4-16；液压缸4-17；阻尼铰链4-18；竖板4-19；轴杆4-20。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37]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发明涉及一种

清洁装置，更具体的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用是室内地面墙面清洁装置，包括推车1、擦地装置

2、收集装置3、灰尘清洁装置4，不仅方便清洁高处的墙面以及床底等狭小空间，而且还可以

擦地，操作简单。

[0038] 所述推车1由底板1-1、轮1-2、滑槽Ⅰ1-3、凹槽1-4、推手1-5构成；所述底板1-1上设

有滑槽Ⅰ1-3；所述凹槽1-4设置在底板1-1上；所述轮1-2设置在底板1-1的下端；所述推手1-

5固定连接在底板1-1的右端；

[0039] 所述擦地装置2由存水装置2-1、转动装置2-2构成；所述存水装置2-1设置在转动

装置2-2的上端；当擦地时，先通过进水口Ⅰ2-1-2、进水口Ⅱ  2-1-4存水桶2-1-6内注水，挡

板2-1-15左侧的液面与浮块2-1-13-4接触时，带动浮块2-1-13-4向上移动，进而带动连接

板2-1-13-6、滑动挡板2-1-13-1 向上移动，使连接板2-1-13-6移动至通孔Ⅰ2-1-14的最上

端，即通孔Ⅰ2-1-14  与清洁剂槽2-1-1连通，使清洁剂移动至通孔Ⅰ2-1-14内，连接板2-1-

13-6移动至最上端后，继续注水，水没过浮块2-1-13-4并从通孔Ⅲ2-1-13-5进入水桶  2-1-

13-3内，水桶2-1-13-3内的存满水后，控制装置2-1-13向下移动，使清洁剂从通孔Ⅱ2-1-

13-2进入存水桶2-1-6内，启动电机Ⅰ2-2-1，电机Ⅰ2-2-1  带动锥齿轮Ⅱ2-2-3转动，锥齿轮

Ⅱ2-2-3带动锥齿轮Ⅰ2-1-10、轴2-1-11、搅拌杆2-1-12转动，使清洁剂充分混合，然后打开

阀门，使带有清洁剂的混合溶液通过管进入槽Ⅰ2-2-7内，并且通过入水口2-2-8进入槽Ⅱ2-

2-9内，最后通过出水口2-2-11滴落在地面上，锥齿轮Ⅱ2-2-3带动锥齿轮Ⅲ2-2-4转动，进

而带动转筒2-2-5转动，转筒2-2-5带动转动筒2-2-12转动，对地面进行清洁，擦拭一遍之

后，打开另一个阀门，再使用清水冲洗一遍即可；

[0040] 所述存水装置2-1由清洁剂槽2-1-1、进水口Ⅰ2-1-2、转盘2-1-3、进水口Ⅱ2-1-4、

盖2-1-5、存水桶2-1-6、阀门2-1-7、主管2-1-8、支管2-1-9、锥齿轮Ⅰ2-1-10、轴2-1-11、搅拌

杆2-1-12、控制装置2-1-13、通孔Ⅰ2-1-14、挡板2-1-15构成；所述存水桶2-1-6的顶端镂空；

所述盖2-1-5通过螺纹连接在存水桶2-1-6的上端；所述进水口Ⅱ2-1-4设置在盖2-1-5上；

所述转盘2-1-3  设置在盖2-1-5的上端，并且转盘2-1-3与盖2-1-5间隙配合；所述进水口Ⅰ 

2-1-2设置在转盘2-1-3上，并且进水口Ⅰ2-1-2与进水口Ⅱ2-1-4相互连通；所述通孔Ⅰ2-1-

14设置在存水桶2-1-6的左端；所述清洁剂槽2-1-1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存水桶2-1-6的左

端，并且清洁剂槽2-1-1与通孔Ⅰ2-1-14相互连通；所述控制装置2-1-13与通孔Ⅰ2-1-14间隙

配合；所述挡板2-1-15设置在存水桶2-1-6的内部；所述支管2-1-9设有两个，两个支管2-1-

9的下端均连接在主管2-1-8上，两个支管2-1-9的上端与存水桶2-1-6连通，并且两个支管

2-1-9分别位于挡板2-1-15的两侧；所述阀门2-1-7设置在支管2-1-9上；所述锥齿轮Ⅰ2-1-

10设置在存水桶2-1-6的下端；所述轴2-1-11通过键连接在锥齿轮Ⅰ2-1-10的中心，并且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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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的上端穿过存水桶2-1-11设置在存水桶2-1-6的内部；所述搅拌杆2-1-12通过粘合

固定连接在轴2-1-11上，并且搅拌杆2-1-12位于挡板2-1-15的左端；

[0041] 所述控制装置2-1-13由滑动挡板2-1-13-1、通孔Ⅱ2-1-13-2、水桶  2-1-13-3、浮

块2-1-13-4、通孔Ⅲ2-1-13-5、连接板2-1-13-6构成；所述连接板2-1-13-6的左端通过粘合

固定连有滑动挡板2-1-13-1，连接板2-1-13-6的右端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水桶2-1-13-3的

左上端；所述通孔Ⅱ2-1-13-2设置在连接板2-1-13-6上；所述水桶2-1-13-3的右端设有通

孔Ⅲ2-1-13-5；所述浮块2-1-13-4通过粘合固定连接在水桶2-1-13-3的下端；连接板2-1-

13-6与通孔Ⅰ2-1-14间隙配合；

[0042] 所述转动装置2-2由电机Ⅰ2-2-1、电机支架2-2-2、锥齿轮Ⅱ2-2-3、锥齿轮Ⅲ2-2-

4、转筒2-2-5、环形槽2-2-6、槽Ⅰ2-2-7、入水口2-2-8、槽Ⅱ2-2-9、刷毛2-2-10、出水口2-2-

11、转动筒2-2-12、圆孔2-2-13构成；所述电机Ⅰ  2-2-1通过螺栓连接在电机支架2-2-2上；

所述锥齿轮Ⅱ2-2-3连接在电机Ⅰ  2-2-1上；所述锥齿轮Ⅲ2-2-3与锥齿轮Ⅱ2-2-2啮合；所

述转筒2-2-5固定连接在锥齿轮Ⅲ2-2-4的下端；所述转动筒2-2-12顶端设有圆孔2-2-13；

所述转筒2-2-5通过键连接在圆孔2-2-13内；所述环形槽2-2-6设置在转动筒2-2-12 的上

端；所述槽Ⅰ2-2-7、槽Ⅱ2-2-9均设置在转动筒2-2-12的内部，并且槽Ⅰ  2-2-7、槽Ⅱ2-2-9之

间设有隔板；所述入水口2-2-8设置在槽Ⅰ2-2-7、槽Ⅱ2-2-9  之间的隔板上；所述出水口2-

2-11设置在转动筒2-2-12的底端；所述刷毛  2-2-10设置在转动筒2-2-12的下端；所述主管

2-1-8与环形槽2-2-6间隙配合；所述锥齿轮Ⅱ2-2-3与锥齿轮Ⅰ2-1-10啮合；

[0043] 所述收集装置3由支撑板3-1、滑槽Ⅱ3-2、齿轮Ⅰ3-3、齿轮Ⅱ3-4、电机Ⅱ3-5、杆Ⅰ3-

6、圆杆3-7、杆Ⅱ3-8、刷子3-9、收集槽3-10、伸缩杆3-11、支撑装置3-12、滑槽Ⅲ3-13、横板

3-14构成；所述横板3-14的上端通过焊接固定连有支撑板3-1；所述滑槽Ⅱ3-2设置在支撑

板3-1上；所述电机Ⅱ3-5通过支架固定连接在横板3-14上端；所述齿轮Ⅱ3-4设置在电机Ⅱ

3-5上；所述齿轮Ⅰ3-3通过轴连接在支撑板3-1上，并且齿轮Ⅰ3-3与齿轮Ⅱ3-4啮合；所述杆Ⅰ

3-6的一端活动连接在齿轮Ⅰ3-3上，杆Ⅰ3-6的另一端套在圆杆3-7上；所述圆杆3-7与滑槽Ⅱ

3-2间隙配合；所述杆Ⅱ3-8的一端套在圆杆3-7上，杆Ⅱ3-8的下端设有刷子3-9；所述滑槽

Ⅲ3-13设置在横板3-14的下端；所述伸缩杆3-11的上端连接在横板3-14的下端；所述支撑

装置3-12设置在横板3-14 的下方，并且支撑装置3-12与滑槽Ⅲ3-13配合；所述收集槽3-10

与杆Ⅱ3-8  配合；收集地面灰尘时，启动电机Ⅱ3-5，电机Ⅲ3-12-1，电机3-5带动齿轮Ⅱ3-4

转动，齿轮Ⅱ3-4带动齿轮Ⅰ3-3转动，齿轮Ⅰ3-3带动杆Ⅰ3-6运动，杆Ⅰ  3-6带动圆杆3-7在滑

槽Ⅱ3-2内滑动，同时滑槽Ⅱ3-2带动杆Ⅱ3-8左右移动，杆Ⅱ3-8带动刷子3-9左右移动，同

时电机Ⅲ3-12-1带动螺纹筒Ⅰ3-12左右移动，螺纹筒Ⅰ3-12带动杆Ⅲ3-12-7左右移动，同时

带动滑块3-12-9上下移动，使滑块3-12-9带动横板3-14上下移动，进而带动刷子3-9上下移

动，当刷子  3-9向收集槽3-10的外端移动时，横板3-14向上移动，使刷子3-9脱离收集槽  3-

10的底面，避免将灰尘带出，当刷子3-9向收集槽3-10的内部移动时，横板  3-14向下移动，

时刷子3-9与收集槽3-10的底面接触，将灰尘扫入收集槽3-10  内两个斜块3-10-4之间，避

免移动时灰尘撒出；

[0044] 所述收集槽3-10由收集槽主体3-10-1、滑条3-10-2、滑道Ⅰ3-10-3、斜块3-10-4构

成；所述收集槽主体3-10-1的上端设有滑条3-10-2；所述滑道Ⅰ  3-10-3设置在收集槽主体

3-10-1的上端，并且滑道Ⅰ3-10-3与杆Ⅱ3-8间隙配合；所述斜块3-10-4通过螺栓连接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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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槽主体3-10-1的内部；

[0045] 所述支撑装置3-12由电机Ⅲ3-12-1、支撑架Ⅰ3-12-2、螺杆Ⅰ3-12-3、螺纹筒Ⅰ3-12-

4、限位块3-12-5、滑道Ⅱ3-12-6、杆Ⅲ3-12-7、杆Ⅳ3-12-8、滑块3-12-9构成；所述电机Ⅲ3-

12-1设置在支撑架Ⅰ3-12-2上；所述螺杆Ⅰ  3-12-3的一端设置在电机Ⅲ3-12-1上，螺杆Ⅰ3-

12-3的另一端与螺纹筒Ⅰ  3-12-4配合；所述螺纹筒Ⅰ3-12-4的下端设有滑道Ⅱ3-12-6；所述

限位块3-12-5  与滑道Ⅱ3-12-6间隙配合；所述杆Ⅲ3-12-7的一端铰接在路沃恩通Ⅰ3-12-4

的上端，杆3-12-7的另一端与杆Ⅳ3-12-8、滑块3-12-9铰接；所述滑块3-12-9  与滑槽Ⅲ3-

13间隙配合；

[0046] 所述灰尘清洁装置4由固定板4-1、电机Ⅳ4-2、支撑架Ⅱ4-3、连杆4-4、转动座4-5、

螺纹筒Ⅱ4-6、螺杆Ⅱ4-7、清洁刷毛4-8、延伸杆4-9、橡胶套4-10、活动装置4-11、连接圆环

4-12、电机外壳4-13、电机Ⅴ4-14、连接座4-15、中心轴4-16、液压缸4-17、阻尼铰链4-18、竖

板4-19、轴杆4-20构成；所述固定板4-1固定连接在竖板4-19的右端；所述支撑架Ⅱ4-3固定

连接在固定板  4-1的上端，并且支撑架Ⅱ4-3上设有电机Ⅳ4-2；所述轴杆4-20的一端连接

在电机Ⅳ4-2上，轴杆4-20的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竖板4-19的右端；所述连杆  4-4的下端

通过键连有轴杆4-20，连杆4-4的上端通过铰链连有转动座4-5；所述螺纹筒Ⅱ4-6活动连接

在转动座4-5上，螺纹筒Ⅱ4-6与螺杆Ⅱ4-7配合；所述螺杆Ⅱ4-7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活动连

有连接圆环4-12；所述连接圆环4-12套在活动装置4-11上；所述延伸杆4-9与活动装置4-11

配合；所述橡胶套4-10  套在活动装置4-11的外端；所述清洁刷毛4-8固定连接在橡胶套4-

10的外端；所述连接座4-15的上端固定连有电机外壳4-13；所述电机外壳4-13的内部设有

电机Ⅴ4-14；所述电机Ⅴ4-14的轴上连有活动装置4-11；所述中心轴4-16 的一端通过铰链

活动连接在竖板4-19的左端，中心轴4-16的另一端通过铰链活动连接在连接座4-15的侧

面；所述液压缸4-17的一端铰接在竖板4-19的左端，液压缸4-17的下端设有阻尼铰链4-18；

使用本装置时，当需要清洁墙面上的灰尘，转动螺纹筒Ⅱ4-6，螺纹筒Ⅱ4-6带动螺杆Ⅱ4-7

移动，螺杆Ⅱ4-7带动连接圆环4-12运动，连接圆环4-12带动活动装置4-11运动，使活动装

置4-11  与墙面平行，然后启动电机Ⅴ4-13、电机Ⅳ4-2，电机Ⅴ4-13带动筒4-11-1转动，筒

4-11-1带动橡胶套4-10转动，橡胶套4-10带动清洁刷毛4-8对墙面上灰尘进行清洁，电机Ⅳ

4-2内设有正反转控制电路，电机Ⅳ4-2带动往复转动轴杆4-20转动，轴杆4-20带动连杆4-4

成扇形运动，连杆4-4带动转动座4-5、螺纹筒Ⅱ4-6、螺杆Ⅱ4-7转动，螺杆Ⅱ4-7带动连接圆

环4-12转动，连接圆环  4-12带动筒4-11-1进而带动电机外壳4-13转动，电机外壳4-13带动

连接座  4-15转动，连接座4-15绕着中心轴4-16转动，使清洁刷毛4-8在墙面上呈扇形清洁，

当需要清洁地面上以及床底等地面上灰尘时，启动液压缸4-17，液压缸4-17带动竖板4-19

向左转动，竖板4-19带动固定板4-1、活动装置4-11向左转动，直至筒4-11-1与地面平行，然

后重复上述操作，使筒4-11-1成扇形清洁地面，并且将地面上灰尘推送至收集槽4-10的口

处；

[0047] 所述活动装置4-11由筒4-11-1、圆槽4-11-2、槽Ⅲ4-11-3、固定轴4-11-4、挡片4-

11-5、下挡板4-11-6构成；所述筒4-11-1的上端设有圆槽4-11-2；所述圆槽4-11-2内设有固

定轴4-11-4；所述槽Ⅲ4-11-3设置在圆槽4-11-2的侧面；所述延伸杆4-9连接在固定轴4-

11-4上，并且延伸杆4-9与圆槽4-11-2、槽Ⅲ4-11-3间隙配合；所述下挡板4-11-6设置在筒

4-11-1底端；所述挡片  4-11-5设置在筒4-11-1的侧面；所述连接圆环4-12设置在挡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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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下挡板4-11-6之间；

[0048] 所述竖板4-19的下端活动连接在底板1-1的上端；所述液压缸4-17通过阻尼铰链

4-18连接在底板1-1上；所述伸缩杆3-11、支撑架Ⅰ3-12-2、限位块  3-12-5的下端均固定连

接在底板1-1上；所述杆Ⅳ3-12-8的右端通过铰链活动连接在底板1-1上；所述收集槽3-10

设置在底板1-1的下端，并且滑条3-10-2  与底板1-1间隙配合；所述杆Ⅱ3-8与滑槽Ⅰ1-3间

隙配合；所述存水桶2-1-6  设置在底板1-1的上端；所述电机Ⅰ2-2-1、电机支架2-2-2、锥齿

轮Ⅱ2-2-3、锥齿轮Ⅲ2-2-4、锥齿轮Ⅰ2-1-10均设置在凹槽1-4内；所述转动装置2-2位于底

板1-1的下端。使用本装置时，当需要清洁墙面上的灰尘，转动螺纹筒Ⅱ4-6，螺纹筒Ⅱ4-6带

动螺杆Ⅱ4-7移动，螺杆Ⅱ4-7带动连接圆环4-12运动，连接圆环4-12带动活动装置4-11运

动，使活动装置4-11与墙面平行，然后启动电机Ⅴ4-13、电机Ⅳ4-2，电机Ⅴ4-13带动筒4-

11-1转动，筒4-11-1带动橡胶套  4-10转动，橡胶套4-10带动清洁刷毛4-8对墙面上灰尘进

行清洁，电机Ⅳ4-2  内设有正反转控制电路，电机Ⅳ4-2带动往复转动轴杆4-20转动，轴杆

4-20带动连杆4-4成扇形运动，连杆4-4带动转动座4-5、螺纹筒Ⅱ4-6、螺杆Ⅱ4-7  转动，螺

杆Ⅱ4-7带动连接圆环4-12转动，连接圆环4-12带动筒4-11-1进而带动电机外壳4-13转动，

电机外壳4-13带动连接座4-15转动，连接座4-15  绕着中心轴4-16转动，使清洁刷毛4-8在

墙面上呈扇形清洁，当需要清洁地面上以及床底等地面上灰尘时，启动液压缸4-17，液压缸

4-17带动竖板4-19向左转动，竖板4-19带动固定板4-1、活动装置4-11向左转动，直至筒4-

11-1  与地面平行，然后重复上述操作，使筒4-11-1成扇形清洁地面，并且将地面上灰尘推

送至收集槽4-10的口处；收集地面灰尘时，启动电机Ⅱ3-5，电机Ⅲ  3-12-1，电机3-5带动齿

轮Ⅱ3-4转动，齿轮Ⅱ3-4带动齿轮Ⅰ3-3转动，齿轮Ⅰ3-3带动杆Ⅰ3-6运动，杆Ⅰ3-6带动圆杆3-

7在滑槽Ⅱ3-2内滑动，同时滑槽Ⅱ3-2带动杆Ⅱ3-8左右移动，杆Ⅱ3-8带动刷子3-9左右移

动，同时电机Ⅲ  3-12-1带动螺纹筒Ⅰ3-12左右移动，螺纹筒Ⅰ3-12带动杆Ⅲ3-12-7左右移

动，同时带动滑块3-12-9上下移动，使滑块3-12-9带动横板3-14上下移动，进而带动刷子3-

9上下移动，当刷子3-9向收集槽3-10的外端移动时，横板3-14 向上移动，使刷子3-9脱离收

集槽3-10的底面，避免将灰尘带出，当刷子3-9 向收集槽3-10的内部移动时，横板3-14向下

移动，时刷子3-9与收集槽3-10 的底面接触，将灰尘扫入收集槽3-10内两个斜块3-10-4之

间，避免移动时灰尘撒出；当擦地时，先通过进水口Ⅰ2-1-2、进水口Ⅱ2-1-4存水桶2-1-6内

注水，挡板2-1-15左侧的液面与浮块2-1-13-4接触时，带动浮块2-1-13-4向上移动，进而带

动连接板2-1-13-6、滑动挡板2-1-13-1向上移动，使连接板  2-1-13-6移动至通孔Ⅰ2-1-14

的最上端，即通孔Ⅰ2-1-14与清洁剂槽2-1-1连通，使清洁剂移动至通孔Ⅰ2-1-14内，连接板

2-1-13-6移动至最上端后，继续注水，水没过浮块2-1-13-4并从通孔Ⅲ2-1-13-5进入水桶

2-1-13-3内，水桶  2-1-13-3内的存满水后，控制装置2-1-13向下移动，使清洁剂从通孔Ⅱ

2-1-13-2  进入存水桶2-1-6内，启动电机Ⅰ2-2-1，电机Ⅰ2-2-1带动锥齿轮Ⅱ2-2-3转动，锥

齿轮Ⅱ2-2-3带动锥齿轮Ⅰ2-1-10、轴2-1-11、搅拌杆2-1-12转动，使清洁剂充分混合，然后

打开阀门，使带有清洁剂的混合溶液通过管进入槽Ⅰ  2-2-7内，并且通过入水口2-2-8进入

槽Ⅱ2-2-9内，最后通过出水口2-2-11  滴落在地面上，锥齿轮Ⅱ2-2-3带动锥齿轮Ⅲ2-2-4

转动，进而带动转筒2-2-5  转动，转筒2-2-5带动转动筒2-2-12转动，对地面进行清洁，擦拭

一遍之后，打开另一个阀门，再使用清水冲洗一遍即可。

[0049] 具体实施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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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

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底板1-1的由左至右依次设置灰尘清洁装置4、收集装置3、擦

地装置2。

[0051]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52]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

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滑动挡板2-1-13-1的长度大于通孔Ⅰ2-1-14的高度。

[0053]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54]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

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水桶2-1-13-3的高度大于通孔Ⅰ2-1-14的高度。

[005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使用本装置时，当需要清洁墙面上的灰尘，转动螺纹筒Ⅱ4-

6，螺纹筒Ⅱ4-6带动螺杆Ⅱ4-7移动，螺杆Ⅱ4-7带动连接圆环4-12  运动，连接圆环4-12带

动活动装置4-11运动，使活动装置4-11与墙面平行，然后启动电机Ⅴ4-13、电机Ⅳ4-2，电机

Ⅴ4-13带动筒4-11-1转动，筒4-11-1  带动橡胶套4-10转动，橡胶套4-10带动清洁刷毛4-8

对墙面上灰尘进行清洁，电机Ⅳ4-2内设有正反转控制电路，电机Ⅳ4-2带动往复转动轴杆

4-20转动，轴杆4-20带动连杆4-4成扇形运动，连杆4-4带动转动座4-5、螺纹筒Ⅱ4-6、螺杆

Ⅱ4-7转动，螺杆Ⅱ4-7带动连接圆环4-12转动，连接圆环4-12带动筒  4-11-1进而带动电机

外壳4-13转动，电机外壳4-13带动连接座4-15转动，连接座4-15绕着中心轴4-16转动，使清

洁刷毛4-8在墙面上呈扇形清洁，当需要清洁地面上以及床底等地面上灰尘时，启动液压缸

4-17，液压缸4-17带动竖板4-19向左转动，竖板4-19带动固定板4-1、活动装置4-11向左转

动，直至筒4-11-1与地面平行，然后重复上述操作，使筒4-11-1成扇形清洁地面，并且将地

面上灰尘推送至收集槽4-10的口处；收集地面灰尘时，启动电机Ⅱ3-5，电机Ⅲ3-12-1，电机

3-5带动齿轮Ⅱ3-4转动，齿轮Ⅱ3-4带动齿轮Ⅰ3-3转动，齿轮Ⅰ3-3带动杆Ⅰ3-6运动，杆Ⅰ3-6

带动圆杆3-7在滑槽Ⅱ3-2内滑动，同时滑槽Ⅱ3-2带动杆Ⅱ3-8左右移动，杆Ⅱ3-8带动刷子

3-9左右移动，同时电机Ⅲ3-12-1带动螺纹筒Ⅰ3-12左右移动，螺纹筒Ⅰ3-12带动杆Ⅲ3-12-7

左右移动，同时带动滑块3-12-9上下移动，使滑块3-12-9带动横板3-14上下移动，进而带动

刷子3-9上下移动，当刷子3-9向收集槽3-10的外端移动时，横板3-14 向上移动，使刷子3-9

脱离收集槽3-10的底面，避免将灰尘带出，当刷子3-9 向收集槽3-10的内部移动时，横板3-

14向下移动，时刷子3-9与收集槽3-10 的底面接触，将灰尘扫入收集槽3-10内两个斜块3-

10-4之间，避免移动时灰尘撒出；当擦地时，先通过进水口Ⅰ2-1-2、进水口Ⅱ2-1-4存水桶2-

1-6内注水，挡板2-1-15左侧的液面与浮块2-1-13-4接触时，带动浮块2-1-13-4向上移动，

进而带动连接板2-1-13-6、滑动挡板2-1-13-1向上移动，使连接板  2-1-13-6移动至通孔Ⅰ

2-1-14的最上端，即通孔Ⅰ2-1-14与清洁剂槽2-1-1连通，使清洁剂移动至通孔Ⅰ2-1-14内，

连接板2-1-13-6移动至最上端后，继续注水，水没过浮块2-1-13-4并从通孔Ⅲ2-1-13-5进

入水桶2-1-13-3内，水桶  2-1-13-3内的存满水后，控制装置2-1-13向下移动，使清洁剂从

通孔Ⅱ2-1-13-2  进入存水桶2-1-6内，启动电机Ⅰ2-2-1，电机Ⅰ2-2-1带动锥齿轮Ⅱ2-2-3转

动，锥齿轮Ⅱ2-2-3带动锥齿轮Ⅰ2-1-10、轴2-1-11、搅拌杆2-1-12转动，使清洁剂充分混合，

然后打开阀门，使带有清洁剂的混合溶液通过管进入槽Ⅰ  2-2-7内，并且通过入水口2-2-8

进入槽Ⅱ2-2-9内，最后通过出水口2-2-11  滴落在地面上，锥齿轮Ⅱ2-2-3带动锥齿轮Ⅲ2-

2-4转动，进而带动转筒2-2-5  转动，转筒2-2-5带动转动筒2-2-12转动，对地面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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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拭一遍之后，打开另一个阀门，再使用清水冲洗一遍即可。

[0056]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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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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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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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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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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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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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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